
4 月 11日，“大连先进光源”预

研项目方案论证会在我所举行。该

论证会由大连市发展改革委员会与

我所共同组织召开。大连市发改委

副主任曹德军，高新区管委会副主

任原驰，市科技局、市自然资源局、中

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三寰集

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相关负责

人，以及我所所长刘中民、杨学明院

士等出席会议。

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上

海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

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连理工大

学的 8位相关领域专家受邀作为论证专

家出席会议，论证专家组组长由中科院上

海高等研究院王东研究员担任。

会上，刘中民指出，在成功研制“大连

相干光源”的基础上，我所提出了建设更加

先进的“大连先进光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计划。“大连先进光源”是推动洁净能

源国家实验室申请与建设的重要支撑和保

障，将成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的“利器”，也

是振兴东北区域发展、推动大连市加

快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重大举措。“大

连先进光源”的提出得到了各方的大

力支持，我所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

“大连先进光源”推进工作小组，全力

推进各项工作；大连市政府与我所签

署了“大连先进光源”预研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大连市将其作为重大项

目，将在项目用地、建设资金等方面

给予全方位支持；中科院大力支持并

积极推动“大连先进光源”项目争取列入国

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十四五”规划。

他表示，我所将继续全力推进“大连先进光

源”项目的申请与建设，在此之前，将联合

大连市政府推动预研项目立项，先期进行

关键技术的研究，为“大连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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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先进光源”预研项目方案论证会在我所举行

大连市政府与我所第一次月度协商会议在我所举行
4月 22日，大连市政府与我所

第一次月度协商会议在我所举行。

大连市副市长张志宏，市政府副秘

书长于志龙，市科技局、市创新创业

创投服务中心、市教育局、市人社

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大连长兴

岛经济区管委会、市委编委办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局、市发展改革委、市

自然资源局、大连高新园区科技创

新局相关负责人，以及我所所长刘

中民、党委书记王华、副所长蔡睿等出席

会议。

会议由于志龙主持，他宣读了《大连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大连市政府

与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月度协商机制的通

知》。刘中民围绕我国国家实验室建设背

景、推进工作进展，以及需要帮助和协调

的事项等三个方面内容汇报了洁净能源

国家实验室筹备推进工作的相关情况。参

会代表审议通过了《院省市共建洁净能源

国家实验室合作协议书（征求意见稿）》和

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筹备推进工作委员

会第一次筹备会议方案。

张志宏在总结讲话中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要深刻认识建设洁净能源国家实验

室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三省

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

会时强调，要以培育壮大新动能为重点，

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我市提出建设东

北亚科技创新创业创投中心，国家实验室

建设将是建设科创中心的重要载

体。我市必须下大气力，充分发挥大

连化物所、大连理工大学等在连高

校院所的创新优势、人才优势，建设

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形成高端

创新资源聚集地；二是全力支持大

连化物所建设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

和大连先进光源大科学装置。要积

极做好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筹备推

进工作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

落实《“大连先进光源预研”建设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三

是进一步加强与大连化物所的全面合作。

市政府相关部门和各区市县、先导区要一

如既往地支持大连化物所发展，进一步优

化发展环境，通过月度协商机制，做好保

障服务，推动大连化物所与大连市各个层

面的合作，深度融合，让大连化物所更多

的优秀科技成果在本地落地转化。

（文 /刘佳佳 图 /刘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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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光源”项目做充分的铺垫，

希望与会专家给予项目充分的建议。

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重大

设施处处长曾钢介绍了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十四五”规划有关工作情况。他指

出，去年中科院启动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十四五”规划项目遴选工作，将把

“大连先进光源”项目作为我院重点推荐

项目之一向国家申报列入“十四五”规划。

目前，“大连先进光源”面临着激烈的竞

争，合肥、武汉、成都、西安等城市都在积

极推动相关光源项目，而且地方政府发挥

的主导作用越来越重要，普遍与项目建设

单位形成联合体，共同推进项目申报。基

于以上新的国家形势，他表示，启动建设

“大连先进光源”预研项目十分必要，中科

院会与大连市政府紧密合作，共同努力推

动“大连先进光源”项目列入国家“十四

五”规划。

曹德军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连

化物所紧密结合国家重大需求，在很多领

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近年来，

大连化物所围绕东北振兴国家战略，为大

连创新能力提升、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和战

略新兴产业培育起到了重要作用。大连市

政府全力支持“大连先进光源”的申请与

建设，于去年 8月 16日与大连化物所签

订了“大连先进光源”预研项目框架协议，

2000万预研项目前期费用已到位，并成

立了以常务副市长为组长的“大连先进光

源预研”项目推进工作领导小组。他表示，

下一步大连市政府及工作小组将积极与

国家有关部委沟通，全力推进“大连先进

光源”项目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并会

付出最大努力支持预研项目的投资和建

设。

原驰指出，高新区环境优美，紧抓科

技创新，与大连化物所紧密合作，共建国

科大能源学院，未来在高新区规划建设

“能源科学城”，建设和发展集研发、孵化

和产业化一条龙的创新基地。同时，今年

将设立支持产业和人才发展的三个基金，

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他表示，高

新区会密切配合大连化物所，在生态建

设、空间规划、基础设施以及人才引进等

方面给予全方位的后勤保障；高新区全力

支持“大连先进光源”项目落户高新区，将

为项目用地和建设提供基础保障，促进洁

净能源国家实验室主体集聚发展。

“大连先进光源”项目负责人杨学明

希望各位专家多提宝贵意见，他还报告了

“大连先进光源”预研项目方案，从建设背

景、意义和先进性等方面，对“大连先进光

源”进行了全面介绍。他表示，项目团队将

对“大连先进光源”预研项目和“大连先进

光源”项目的选址、经费、基建、功能、用户

以及发展潜力等方面进行全盘、缜密的规

划，并联合大连市和中科院等全力推动项

目落成。

专家们在听取报告后，用“振奋人

心”、“关键有效”、“潜力巨大”、“地标建

筑”等表达了对“大连先进光源”的期待。

大家一致认为，我所提出的“大连先进光

源”是覆盖从极紫外到软 X射线波段的高

重复频率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性能水

平国际领先，将为能源化学、凝聚态物理、

原子分子物理、结构生物学、先进材料等

前沿研究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科学机遇；

在极紫外半导体光刻以及微纳加工技术

领域（卡脖子技术）具有重大应用前景。

“大连先进光源”是建设洁净能源国家实

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振兴东北区域

发展、推动大连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重

大举措；项目选址高新区英歌石区域明确

合理。专家组指出，我所提出的“大连先进

光源”预研项目方案已经形成一套清晰的

建设思路和方案，科学目标明确，所提出

的关键技术、工艺和设备等研发内容，符

合当前国际上自由电子激光技术的发展

方向，技术指标先进，方案可行，符合未来

建设的“大连先进光源”的需求，预算基本

合理，一致同意通过该项目方案论证，建

议尽快立项并实施。

此次论证的预研项目是“大连先进光

源”的前期预制研究项目，主要目的是研

制对于“大连先进光源”具有关键性核心

作用的仪器设备，攻克核心关键技术，以

达到降低总体项目建设风险、确保工程顺

利开展的目的，将为推动“大连先进光源”

项目争取列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

设“十四五”规划及获得国家支持打下坚

实的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文 /曹恒 程丽娜 图 /刘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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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党委召开学习讨论会

4月 8日下午，所党委在行政办公楼

召开学习讨论会，全体党委委员参加会

议，会议由党委书记王华主持。

会议集体学习了中共中央印发修订

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以下简称“《干部任用条例》”），深刻领会

《干部任用条例》中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坚

持精准科学选人用人、坚持将从严要求贯

穿始终的“四个坚持”要求。会议要求在工

作中严格贯彻执行《干部任用条例》，落实

党管干部原则，切实加强党组织领导和把

关作用，确保选人用人工作的正确方向。

会议集体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深入学习新形势

下党政治建设的工作部署，深刻认识加强

党政治建设的重大意义，要求全所党支部

和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

加强党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决策部署上来。会议要求对照中央要求

找差距，在党委具体工作计划中落实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要求，切实把《中共中央关

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落到实处，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会议集体学习了《中国共产党重大事

项请示报告条例》（以下简称“《请示报告

条例》”），深刻理解请示报告制度是党的

一项重要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

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对于

保证全党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具有重要

意义。会议强调，请示报告制度是加强党

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树牢“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按照我院具体工作要求在工作

中抓好《请示报告条例》的贯彻落实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党支部集中换届工

作方案，审议了“三重一大”有关事项。

（文 /图高杨）

（上接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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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催化干气

制乙苯”技术，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中国石

油抚顺石化公司、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

司、中国寰球工程公司辽宁分公司联合开

发成功并实现工业生产的项目，该技术从

小试、中试到工业化生产，从第一代技术

发展到第五代技术的全过程中，科研、企

业和设计单位一直紧密结合，发挥各自优

势，缩短了从研发到工业应用的进程。这

一技术开发过程中体现的产学研的结合

模式，被称为“干气模式”。

从资源出发选择适合国情的技术

催化干气制乙苯技术，是将炼油厂催

化裂化、催化裂解等装置产生的干气中的

乙烯与苯反应生成乙苯的技术。催化裂化

是我国最重要的石油加工路线，我国催化

裂化装置产能位居世界第二，副产大量干

气资源。该技术开发前，由于没有合适的

技术将干气转化成化工产品，这一宝贵资

源都被直接烧掉，俗称“点天灯”，不但造

成资源的浪费，还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

碳，进一步加剧环境负担。如何变废为宝，

将干气中的乙烯进行利用，是摆在科研人

员面前的重要课题。

1985年，时任大连化物所副所长的

李文钊带队到抚顺石化公司考察，依据中

国石化总公司“综合利用炼厂气资源”的

意见，经与抚顺石化金国干总工程师等人

员讨论，提出催化裂化干气不经精制直接

制乙苯技术路线。

1986年 9月，大连化物所、抚顺石油

二厂与中国石化总公司签订了“催化裂化

干气制取乙苯的研究”技术开发合同，大

连化物所负责催化剂研制和小试试验（王

清遐研究员负责），抚顺石油二厂负责工

艺开发（张淑蓉高工负责）。

1987年，大连化物所成功完成催化

裂化干气不经精制直接制乙苯技术小试，

并于当年 10月通过中石化与中国科学院

组织的成果鉴定，取得了具有国际先进水

平的成果。

在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于

1990 年顺利完成了 1000 吨 / 年中试试

验，于当年 12月进行了中试成果鉴定，并

被列为中石化“八五”重点科技攻关“十条

龙”之一；此后，进一步和洛阳石化公司设

计院合作，于 1993年成功投产抚顺石油

二厂 3万吨 /年的干气制乙苯装置，技术

指标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催化裂化干气制乙苯成套技术为干

气综合利用和乙苯生产开辟了一条新的

技术路线，该技术相继获得 1991年中国

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6 年中石

化总公司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7 年获

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998 年被列为

第三世界科学院具有创新性成果。所开发

的分子筛、催化剂及工艺技术，获中国、美

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20余件授权专利。

迎接国际挑战 勇于技术创新

要想持续保持干气制乙苯技术优势，

就要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1995年，大连

化物所与抚顺石油二厂承担中石化总公

司“500吨 /年催化裂化干气制乙苯催化

剂的开发”项目（第二代技术），经过催化

剂及工艺改进，开发出干气中乙烯与苯的

气相烃化反应和多乙苯与苯的气相反烃

化反应分开的第二代技术，并分别于

1996年和 1999年在大庆林源炼油厂 3万

吨 /年和大连石化公司 10万吨 /年干气

制乙苯装置上成功投产。

为进一步提高竞争力，徐龙伢、王清

遐等把降低二甲苯杂质含量和生产能耗、

提高催化剂性能和工艺水平作为新一代

技术突破点，在认真分析国内外技术发展

和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提出开发催化裂化

干气制乙苯气相烃化与液相反烃化优化

组合的第三代新技术。

2001年上半年，由洛阳石化公司设

计院负责设计的 3万吨 / 年第三代技术

工业化试验装置在抚顺石油二厂开工，并

于 2001年 8月通过中科院沈阳分院组织

的成果鉴定，专家认为该技术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2002年，抚顺石化决定将装置规

模扩建为 6万吨 /年，由大连化物所提供

催化剂及基础设计数据，抚顺设计院负责

装置设计。2003年 9月，抚顺石化 6万吨

/年干气制乙苯第三代技术工业装置成功

投产，各项技术指标优异，为其进一步推

广奠定了基础。

2003年起，大连化物所作为干气制

乙苯技术推广的牵头单位负责该技术推

广，开创了该技术成果转化的新局面，相

继转让给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化工

及地方炼企等多家单位。截至 2019年初，

在国内开工建设和投产的工业装置共 23

套，总规模达到 200 余万吨 / 年乙苯产

能，实现投资总额达 120余亿元。该技术

获得 2010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

奖、2008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06

年首届辽宁省科技成果转化奖一等奖、第

九届中国专利优秀奖等奖项。

顺应技术进步 推动持续创新

1997年开始，徐龙伢领导的研究组

与抚顺石油二厂研究所合作，承担了中国

石化总公司“催化裂化干气与苯液相烃化

制乙苯”项目（第四代技术），开发出适于

液相中烃化反应的 Beta和 Y分子筛催化

剂，于 1999年完成第四代技术小试试验，

2000 年在抚顺石油二厂完成中试，于

2001年 8月通过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组

织的成果鉴定，获 2003年度辽宁省技术

发明奖二等奖。2004年起，大连化物所进

一步开发了干气制乙苯变相催化分离第

五代技术。2006年 5月该技术通过辽宁

省科技厅与中科院沈阳分院组织的成果

鉴定。

近年来，研究团队在先期技术基础

上，进一步以新型分子筛材料的合成为突

破口，开发了 DL0822新一代烷基化催化

剂，具有更优异的活性稳定性和更低的二

甲苯杂质含量，应用于投建

催化干气制乙苯技术的产业化

◎朱向学 徐龙伢 陈福存

（下转 4版）

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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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气制乙苯工业装置。

持续开发、不断创新的催化干气制乙苯技

术已经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

专有技术，并先后在中国、美国、欧洲等多

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40 多

项。该技术的推广应用，创造了显著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石油资源的高效转

化利用和我国紧缺的大宗关键化学品的

生产提供了科技支撑。

梳理转化模式 致力未来发展

在被问及从事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

的体会和经验时，历经多个项目从技术研

发、小试、中试、工业试验到工业应用的徐

龙伢，依然是那样的快人快语：“作为应用

研究，必须要面向国家和行业关键需求，

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结合团队特色优

势，进行关键技术攻关；核心技术突破后，

要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发挥科研—设计—

企业各方优势，进行放大及工业应用，缩

短技术成熟期；同时要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合作中明确各方责权利，在技术推广

和产业发展中使各方的投入和付出获得

更大的回报。”

2018年，研究团队完成了新老交替。

这一年，团队研发的择形烷基化生产甲乙

苯高效催化剂及技术投产万吨级 / 年工

业装置，这是该类技术在国内的首次应

用，打破国外垄断；此外，团队研发的其他

多项烃类高效转化及大宗关键化学品生

产技术正在中试放大及工业化试验进程

中。在徐龙伢的指导下，朱向学、李秀杰正

带领这支“务实创新，团结协作，不断进

取”的团队，努力奔跑，筑梦未来！

作者简介：朱向学，1975年生于山东

省，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大连

化物所低碳烃综合利用及沸石催化材料

研究组组长。

徐龙伢，1964年生于江苏省，中科院

特聘研究员，曾任大连化物所化石能源与

应用催化研究室主任和低碳烃综合利用

及沸石催化材料研究组组长。

陈福存，1969年生于吉林省，高级工

程师，低碳烃综合利用及沸石催化材料研

究组科研人员。

（上接 3版）

◎朱向学 徐龙伢 陈福存

七十年前

撕破黑夜寂静的

是他呱呱坠地时发出的那一声啼哭

他降临在这厚重的土地

是如此清脆有力

那一天的黎明金乌伴着希望升起

那一天的黎明黑色的眼睛眺望大地

是他，带来了新的希望

一朝一夕一古今

一山一水一星海

砰砰跳跃的是青年的脉搏

缓缓流淌的是流金的岁月

回首青葱岁月

历经风雨沧桑

依然从容不迫

科学的步伐熠熠闪烁

人才的培养层峦叠嶂

骇浪惊涛歌颂奇迹传说

唤醒拂晓的沉默

点燃心中的星火

历经七十年岁月蹉跎

经久不息

永不干涸

传载先辈往事诉说

青春，是最美丽的盛世繁花

我们骄傲拥有着似水年华

我们骄傲绽放在这辽东半岛

槐花飘香

群英荟萃

我们一起走过甲子

我们携手期待古稀

规划宏图，协力攻坚，祖国的未来需要

我们冲锋在前

如今，星海广阔一切方好

今日，我们以古稀之态立于心灵之巅

高昂呐喊：

大河泱泱 大潮滂滂

洪水图腾蛟龙

槃烈火涅 凤凰

秉前世灵气 传化物精魂

继先辈绝学 开科学盛世

试看我化物学子

倚天 亮剑

扬帆 向前

◎DNL1204 房旭东

催化干气制乙苯技术的产业化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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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化物所成立 70周年

（孔雀 七室 李义民 作）

（篆刻 DNL20 张青 作）


